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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政务数据中心考察时强调——

加快政府大数据平台建设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迫切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强化互联网思维，善于利用互联网优势，着力在融合、共享、便民、安全上下功夫，推进政府决
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
道、辅助决策施政、方便群众办事，做到心中有数。

总书记
嘱托

——海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报道·回访

省大数据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董学耕：

做好数据共享 让百姓乐享便利生活 2018年4月1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
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南省政务数
据中心大厅，我作为数据大厅工作人员，
有幸在现场聆听总书记的教诲，至今记
忆犹新。当时我还在省工信厅任职，负
责数据大厅各系统联调、部署等服务保
障工作，那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数据大
厅，在听取工作人员对信息系统的介绍
后，来到操作台前，向工作人员了解运用

大数据技术的工作情况，并要求海南要
做到“心中有数”。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数据
共享工作，2019年成立了海南省大数据
管理局，推动政务服务“零跑动”改革。
我想对总书记说，您的要求我们一直牢
记心间。海南正按照您的指示要求，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数据更好便
民利民，更好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服务。

省大数据管理局项目建设处副处长谢璧嵘：

您的要求我们牢记心间

总书记和我面对面 向总书记说句心里话

新发展 新变化 新生活

非常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信
息化和大数据建设工作的重视。作为
一名普通学生的家长，我感触特别
深。子女教育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
事，也是比较头疼的事。以前每到开
学季，身边很多同事和亲戚朋友都忙个
不停，既要填写各种各样的材料，还要
跑学校和教育局，常常搞得身心俱疲。

2021年，我在“海易办”平台使用

海口市中小学学位申请系统，顺利完
成了孩子学位的申请。还记得当时我
填写完信息提交申请，整个填写过程
只用了两分钟，根本不用准备很多的
材料，也不用请假去学校或教育局提
交材料。我记得是8月5日填报，通
过系统摇号之后，很快我就在“海
易办”上收到了电子入学通知
书，孩子顺利入学。

网上申请学位真方便
学生家长王宇浩：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肖亚梅 徐应诗

“我们公司近日获得了政府‘药物
研发券’950万元的研发奖励资金，是
在‘海易兑’页面上直接用手机申报
的，太方便了！”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
限公司执行总裁李一青近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这笔钱对企业来说太重要
了，特别是在疫情特殊时期更是一场

“及时雨”。
企业通过“海易办”平台进入海南

省惠企政策兑现系统——“海易兑”不
见面提交申报，政府部门在后端即可
进行审批，提升了惠企政策直达企业
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大幅压缩了申报过
程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企业领取政府
补贴的获得感、幸福感也明显增强。

这是近年来海南通过大数据方便

企业群众办事的一个缩影。
2018年4月1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到省政务数据中心（现海南省数据大厅）
考察时，强调要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
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
政、方便群众办事，做到心中有数。

4年来，海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嘱托，稳步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特
别是围绕服务保障自贸港建设需求，
强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着力打
造面向群众、企业办事服务的移动政
务公共服务平台——海易办。

从当初为服务疫情防控工作而推
出的“海南健康码”，延伸扩展成如今
的自贸港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海易
办”的创新发展，描绘出海南信息化建
设的新画卷，用一连串数字诠释了自
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用大数据手段服
务民生和经济的成果。

418项，这是“海易办”平台上线的
高频服务事项。2021年底，家住琼中
的王婧通过“海易办”成功申领了失业
保险金，她说，有了“海易办”，群众办
事方便多了，以前要带各种材料到人
力资源部门申请，要等20个工作日才
能办结，现在缩减了一半时间，而且手
机上就可以填报。

通过大数据赋能业务协同、流程
再造，“海易办”平台已完成“出生医学
证明办理”等38个事项的系统改造和
上线应用，大幅缩减了填报内容和承
诺办理时限。

3300万，是海南健康码的总注册
用户。经过两年的不断优化升级，海南
健康码如今已集成了通信大数据行程
卡，核酸抗体信息、疫苗接种预约、查询
等功能，并推出海南“金色健康码”，完
成全部疫苗接种的用户，其健康码会

“镶金边”，完成部分疫苗接种或没有
接种的用户，其健康码会弹出疫苗接
种温馨提醒，让群众感受防疫温度。

同时，依托“海易办”平台创新升

级的海南“健康易通”智能防疫终端，
更让防疫“有迹可循”。截至3月底，

“健康易通”在海南部署总数超300台，
累计完成健康核验超500万人次，充分
发挥数字政府对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2000万元，是“海易办”发放数字
人民币红包的总金额。2021年12月，
海口市民杨亮在“海易办”上参加了数
字人民币红包活动，抽中了200元数字
人民币红包，成为全省10万个“幸运
儿”之一，通过“海易办”，更多的海南
人感受到了数字人民币的活力。

1214万张，是海南累计发放的离
岛免税优惠券数量。为持续活跃离岛
免税市场，“海易办”上线“离岛免税专
区”，全年开展离岛免税消费券发放活
动，并提供离岛免税返岛自提身份核
验和免税品邮寄物流查询功能，为岛
内外游客提供更多离岛免税优质服
务。“在你们平台领券后再消费，我用
很实在的价格买到了喜欢的粉底液，
我还把这个优惠信息告诉了很多朋

友。”游客陈女士在消费体验后，开心
地在“海易办”微信后台留言。

15万，这是通过“海易办”完成学位
申请的总人数。从线下的反复奔走，到
实现“线上申请、线上审核、线上发放录
取通知书”，“海易办”仅用2分钟即可帮
助一名适龄孩子完成入学申请。对这
一点，学生家长王宇浩深有体会，他告
诉记者，现在通过“海易办”，填好孩子
和家长的名字，以及住房信息就可顺利
报名，“再也不用专门为孩子入学的事
请假奔走，我们家长不知有多高兴！”

下一步，省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
专班一网通办组将持续推进“海易办”
平台服务能力提升，丰富各类服务应
用场景，重点推广“扫码亮证”服务，着
力打造实名认证、实人核验、实证共享
的服务模式，以及“跨省通办”“无感通
办”等便捷服务，为海南自贸港用户提
供可信、智能和便捷的办事生活服务，
不断提升政府治理和服务水平，改善
营商环境，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运用大数据技术，我省创新推出自贸港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海易办”让办事更容易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邵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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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符丹丹

“4年前的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也激励
着我们做好大数据工作，服务好群众。”
省大数据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董学
耕近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回忆说，当时大家向习近平总书记
汇报海南在信息化、大数据建设方面的
情况时，总书记对海南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并十分关心与民生相关的成果，
如互联网+防灾减灾系统、多规合一系
统是否能发挥效果，为群众服务。“我仍
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

‘要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
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方便群
众办事，做到心中有数’。”

董学耕说，4年来，海南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嘱托，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强化政务信息化管

理工作，夯实大数据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政务数据归集共享，利用信息
化、大数据手段服务和保障自贸港各项
建设需求，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任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
我们就通过大数据手段辅助疫情防
控，现在海南健康码已被赋予疫苗接
种、行程核验、核酸检测信息等多种功
能，群众在查验相关信息时只需打开
健康码就可以显示。”董学耕说。

他告诉记者，海南正在紧锣密鼓开
展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依托“海易办”

“海政通”两大基础平台深化“一网通
办”“一网协同”“一网监管”，形成审批、
监管、执法、信用闭环联动机制，为海南
自由贸易港将来封关运行打下了坚实
基础，并全面推动整体数字政府建设。

“4年来，我们不断通过大数据手
段提升改进政务服务水平，方便群众
办事。”董学耕说，比如“一网通办”，就

是让尽可能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零跑动”“网上办”“掌上办”，群众和
企业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直接办理。

“总书记还希望海南继续在大数
据建设上积极探索，创造更多经验。”
董学耕说，这几年海南在大数据建设
上做了很多探索，比如成立了全国首
个以法定机构形式设立的省级大数据
管理局，出台了我省关于大数据的首
个地方性法规《海南省大数据开发应
用条例》，并启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
用“赛道机制”，上线数据产品超市。

董学耕说，海南大数据系统将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加快推动政务
数据共享工作，按照“全省一盘棋、全
岛同城化”理念，促进政务信息资源最
大限度地整合共享和开放利用，以信
息化手段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助力自
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上线418项
高频服务事项

海南健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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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万

累计发放的
离岛免税优惠券

达1214万张

依托“海易办”平台创新
升级的海南“健康易通”智能
防疫终端

截至2022年3月底
“健康易通”
在海南部署总数

超300台
累计完成健康核验

超500万人次

移动政务公共服务平台

海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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